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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9月 28日  下午 1:30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509号上海新园华美达广场酒店 B座 3层贵宾厅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国华先生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加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介绍大会主要议程、大会须知 

二、听取并审议各项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3、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4、《关于设立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6、《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7、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8、《关于设立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绿色

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10、《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三、股东代表发言 

四、宣布出席现场会议人数和代表股份数  

五、推选会议计、监票人 

六、现场投票表决 

七、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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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宣布最终表决结果 

九、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一、大会结束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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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大会须知： 

一、股东大会设大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召开等有关事宜。 

二、股东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出席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四、因时间原因，本次股东大会不安排现场提问环节，若有提问，可向大会秘书处申

请登记，会务组可安排会后回答。 

五、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六、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

股东（或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

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七、为保证会议正常秩序，场内请勿吸烟、大声喧哗，禁止拍照、录音录像，对违反

会议秩序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加以制止。 

八、根据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和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沪重组办[2002]001

号文《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以及沪证监公司字[2008]81号《关

于重申做好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将严格执行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放礼品，

以维护其他广大股东的利益。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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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上海临港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实施完成了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下简称“本次

分配方案”）。本次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522,487,004 股，因此公司

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及内容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原章程条款：“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02,068,212元。” 

现修订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22,487,004元。” 

 

二、原章程条款：“第二十二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02,068,212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人民币普通股 1,994,922,712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 107,145，500股。” 

现修订为：“第二十二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522,487,004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人

民币普通股 2,393,912,273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 128,574,731股。” 

 

本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7 / 28 

 

议案二：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改善公司债务结构，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

应当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二）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

一年的利息；（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必须按照公司

债券募集办法所列资金用途使用；改变资金用途，必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再次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一）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仍

处于继续状态；（二）违反本法规定，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募资金的用途。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一）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二）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

司债券一年的利息；（三）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四）国务院规定

的其他条件。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受理、审核，并报中国证监会注册。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再次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一）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

事实，仍处于继续状态；（二）违反《证券法》规定，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募资金用途。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发行人申请债券上市，应当符

合下列条件：（一）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上市条件；（二）经有权部门核准并依法完成发

行；（三）债券持有人符合本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四）本所规定的其他条件。上交

所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债券上市条件。 

经对照自查，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向专业投资者（以下简称“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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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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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改善公司债务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降低公司融资

成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定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具体条款如下： 

 

一、本次债券发行的票面金额、发行规模 

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含人民币 30亿元）。具体发行规模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公

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二、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期限不超过 5年（含 5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

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由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

确定。 

三、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及其利息支付方式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与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时的市

场询价情况协商确定。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在经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以一次或

分期形式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具体发行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

长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五、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相关规定的专业投资者。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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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担保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事项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

长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七、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是否设计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及相关条款具体内容由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八、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补充营运资金及

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具体用途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根据公司财务状况与资金需求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九、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本次债券发行完成后，在满足上市条

件的前提下，公司将申请本次发行的债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十、公司资信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资信情况良好。在偿债保障措施方面，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

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

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情况时，将至少作出如下决议并采取如下保障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十一、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

册本次发行之后二十四个月届满之日止。 

 

以上议案逐项审议，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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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设立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规范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公司拟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

授权董事长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事宜。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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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

长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有效协调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过程中的具体事宜，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

会授权董事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原则下，从维护本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全部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 

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根据公

司和债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修订、调整本次公

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品种、债券利率及其确

定方式、发行时机、发行安排（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及各期发行的规模等）、担保安排、还

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排、是否设置赎回条款或回

售条款以及设置的具体内容、募集资金用途、偿债保障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发行方案

项下的偿债保障措施）、债券上市等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有关的全部事宜； 

二、决定聘请中介机构，协助公司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报及上市相关事宜； 

三、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四、制定、批准、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

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上市

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对申报文件进行相应补充或调整； 

五、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公司债券的上市、还本付息等事宜； 

六、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依

据监管部门意见、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变化，对与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事项进

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工作； 

七、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获授权人

士，代表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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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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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改善公司债务结构，公司拟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特定品种公司债券》

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应当符

合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条件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二）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

券一年的利息；（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必须按照

公司债券募集办法所列资金用途使用；改变资金用途，必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再次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一）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

仍处于继续状态；（二）违反本法规定，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募资金的用途。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一）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二）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

司债券一年的利息；（三）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四）国务院规定

的其他条件。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受理、审核，并报中国证监会注册。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再次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一）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

的事实，仍处于继续状态；（二）违反《证券法》规定，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募资金

用途。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特定品种公司债

券》规定：特定债券品种应符合普通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上市或挂牌条件、信息披露、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债券持有人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要求以及本指引关于特定债券品种的

相关规定。上交所除按照普通公司债券审核内容进行审核外，对特定债券品种是否符合本

指引的相关要求等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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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照自查，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向专业投资者（以下简称“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绿色债券的条件。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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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关于公司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特定品种公司债券》和《绿色债券支持

项目目录（2021年版）》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定了本次公开发

行绿色公司债券的方案，具体条款如下： 

 

一、本次债券发行的票面金额、发行规模 

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本次发行的绿色公司债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人民币 10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二、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绿色公司债券不超过 5年（含 5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

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次发行的绿色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市

场情况确定。 

三、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发行的绿色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

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次发行的绿色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及其利

息支付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与主承销商根据本次绿色公司

债券发行时的市场询价情况协商确定。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在经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以

一次或分期形式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具体发行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

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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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相关规定的专业投资者。本次发行绿色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

优先配售。 

六、担保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事项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七、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是否设计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及相关条款具体内容由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八、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绿色产业领域的业务发展

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其中确定用于绿色产业项目（以下简称绿色项目）建

设、运营、收购或偿还绿色项目贷款等的募集资金金额应不低于募集资金总额的 70%。具

体用途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财务状况与资金需求情况，

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九、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本次债券发行完成后，在满足上市条

件的前提下，公司将申请本次发行的债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十、公司资信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资信情况良好。在偿债保障措施方面，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

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本次发行的绿色公司债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

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情况时，将至少作出如下决议并采取如下保障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十一、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

册本次发行之后二十四个月届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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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案逐项审议，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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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关于设立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规范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公司拟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绿

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

事会授权董事长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事宜。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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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

事长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有效协调本次绿色债券发行过程中的具体事宜，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原则下，从维护本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绿色债券的

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根据公

司和债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本次绿色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修订、调整本次绿

色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品种、债券利率及其确

定方式、发行时机、发行安排（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及各期发行的规模等）、担保安排、还

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排、是否设置赎回条款或回

售条款以及设置的具体内容、募集资金用途、偿债保障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发行方案

项下的偿债保障措施）、债券上市等与本次绿色债券发行方案有关的全部事宜； 

二、决定聘请中介机构，协助公司办理本次发行绿色债券的申报及上市相关事宜； 

三、为本次发行绿色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四、制定、批准、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绿色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

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上市

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对申报文件进行相应补充或调整； 

五、在本次绿色债券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绿色债券的上市、还本付息等事宜； 

六、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依

据监管部门意见、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变化，对与本次公开发行绿色债券有关的事项进

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本次发行绿色债券的发行工作； 

七、办理与本次发行绿色债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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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为本次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获

授权人士，代表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发行绿色公司债

券有关的事务。 

以上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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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已近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应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考虑到董事会组成的延续性，新

一届董事会设置 11个席位，其中非独立董事 7位，独立董事 4位。设董事长 1人、副董

事长 2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经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资管”）

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现提名袁国华先生、张黎明先生、张青先生、丁桂康

先生、杨菁女士、熊国利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以及经公司股东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现提名赵鹰先生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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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袁国华，男，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会计师。1986 年参加工作，曾任职于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现担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上海临港经济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15 年 9月至今担任上海临港董事长。 

（2）张黎明，男，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同济大学建筑管理工程

专业本科、工学学士，经济师。1988 年参加工作，曾任职于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

区发展总公司、上海临港书院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现担任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董事长、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 年 3 月起担

任上海临港副董事长。 

（3）张青，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

程专业硕士、高级经济师。1982 年参加工作，曾任职于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发动机公司、中航商用飞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临港南大智慧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现担任上海临港新片区航空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20 年 9月起担任上海临港副董事长。 

（4）丁桂康，男，196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本科

生，政工师。1983 年参加工作，历任松江平台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董事长等职。现担任上海临港党委书记、董事、总裁，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上海漕河泾康桥科技绿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漕河泾奉贤科技绿

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长三角 G60科创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5）杨菁，女，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专业本

科、经济学学士，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1989 年参加工作，

曾任职于上海真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现担任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首席财

务官，上海临港海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松江漕河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

事长。2015年 9月起担任上海临港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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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熊国利，男，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央党校经济学专业研

究生，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1992 年参加工作，曾任职于江南造船厂、浦东新

区财政局、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浦东新区城工委、浦东新区陆家嘴功能区域管委会、

上海市浦东临港新城管委会、上海市南汇新城管委会、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枫泾新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临港新片区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至 2021年 1 月，曾担任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现担任上海

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监、上海临港产业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 

（7）赵鹰，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经济学博士，特许金融分

析师。曾任职于上海新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日本日兴证券株式会社（亚洲）、太平洋安

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海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现担任中

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主任，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第一届行

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保险机构投资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制造业转型

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中国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2020年 3月起担任上海临港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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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已近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应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考虑到董事会组成的延续性，新

一届董事会设置 11个席位，其中非独立董事 7位，独立董事 4位。设董事长 1人、副董

事长 2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经公司控股股东临港资管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现提名何贤杰先生、原

清海先生、张湧先生、吴斌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见附件二。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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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何贤杰，男，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博

士、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现担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同

时担任南通通易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国微思尔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2020年 9月起担任上海临港独立董事。 

（2）原清海，男，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西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高级工程师。曾任职于上海浦东计算机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市

电话局发展总公司、上海市电话局、上海市电信公司等。先后担任上海市信息化办公室网

络管理处副处长，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基础设施管理处处长，上海市经济与信息化委

员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处长，上海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总工程师。现担任上海米蜂激光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0年 9月起担任上海临港独立董事。 

（3）张湧，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副

研究员。曾任职于浙江省台州市发改委、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浦东新区区委办公室、

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委会、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政策研

究局、浦东新区区委研究室、民生人寿保险股份公司等。现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

任、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同时担任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天能动力国际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 

（4）吴斌，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具

有律师执业资格证。曾任职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公司。曾任

中国证券业协会合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及中国中

小投资者保护基金专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复旦

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副会长。现任上海中平国瑀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同时担任民银

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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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二：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已近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应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考虑到监事会组成的延续性，新

一届监事会设置 6 个席位，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2 位，设监事会主席 1 人，任期自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经公司控股股东临港资管推荐，现推选徐斌先生、庄伟林先生、胡缨女士为第十一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以及经公司股东上海松江新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推荐，现推选潘峰玲

女士为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上述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三。 

另两位职工代表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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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1）徐斌，男，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同济大学经济学博士，高

级经济师。1984 年参加工作，曾任职于上海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

司、上海采埃孚转向机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2 月期间，担任上海市嘉定区委常委、副区长。现担任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2021年 2月起担任上海临港监事会主席。 

（2）庄伟林，男，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复旦大学哲学专业研究

生，哲学硕士。1992 年参加工作，曾任职于上海市纪委、市监察委、上海临港经济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2018 年 6月至 2020 年 9月担任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干部处处长、人力资源部总监、组织处处长等职务。现担任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干部处处长、人力资源部总监。2018 年 10月起担任上海临港监事。 

（3）胡缨，女，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专业本

科，高级经济师。1988 年参加工作，曾担任上海临港奉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纪委书记；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党委组织处处长、人力资

源部经理、副总经理。现担任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2019年 9月起担任上海临港监事。 

（4）潘峰玲，女，198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上海理工大学本科毕业，

中级会计师职称。曾任职于新桥镇会计管理站、新桥镇经济管理事务所。现担任上海松江

新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务科长。2015年 9月起担任上海临港监事。 

 


